红十字国际评论

论国际人道法上“赦免”的合法性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关于
洛美赦免协定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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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3 月 13 日，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以下简称为“特别法庭”）作出了一个关于国际人道
法赦免合法性的重要裁定。 1 特别法庭的上诉庭认为，塞拉利昂国内战争中的交战双方人员根据
《洛美和平协定》规定所获得的赦免，将不妨碍特别法庭对这些人员进行起诉。一个国际刑事法庭
毫不含糊地作出如此裁定，认为赦免并不构成在国际上或国外某一法院对国际罪行进行起诉的障
碍，这还是第一次。下面，本文将简要地探讨一下这个重要而又富争议性的裁定对国际人道法发展
的影响，同时对这一裁定最重要和关键的观点进行审查，在这之前，将先对塞拉利昂特别法庭、
《洛美和平协定》以及上诉庭裁定（以下简称为“洛美裁定”）的法律背景作一简要的概述。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法律背景
特别法庭是根据 2002 年 1 月 16 日联合国和塞拉利昂政府之间达成的协定而设立的。2 这个新
成立的特别刑事法庭被认为是属于一种新型的国际刑事法庭，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混
合型法庭，因为在《特别法庭规约》中包含有大量的国内性质的因素。 3 联合国安理会所通过的
1315 号决议，提请联合国秘书长与塞拉利昂进行协商，以设立一个独立的刑事法庭来对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法罪行进行起诉。 4 《特别法庭协定》(以下简称《协定》)5 和《特别法庭规约》（以下简
称《规约》）6 于 2002 年 3 月由塞拉利昂议会通过《批准法案》予以批准，它在其中明确规定：
“特别法庭将不属于塞拉利昂司法系统的一部分。”7 另外，特别法庭也不同于与联合国有联系的
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特别法庭。特别法庭是一个独立性质的国际刑事法庭。该法庭的属事管辖权包
括“危害人类罪”、“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3 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行为”、“其他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法罪行”和塞拉利昂国内法中的罪行，如塞拉利昂国内法中所含有的严重虐待女童与肆意
毁损财产的行为。8 特别法庭的属时管辖权始于 1996 年 11 月 30 日，这是最早的停火协议——《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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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让协定》（the Abidjan Accord）签署的日期，这份协议中也含有关于赦免的规定。特别法庭的属
人管辖权则限于那些“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塞拉利昂法行为承担最大责任的人员”。9 在法庭
审判分庭和上诉庭的法官中，少数人由塞拉利昂政府任命，剩下的其他法官则由联合国秘书长任
命。10 鉴于这种人员结构的安排以及规约中包含国内法的罪行的情况，联合国秘书长将特别法庭描
述为“有着混合管辖权限和人员组成的自成一格的条约性法庭”。11
洛美赦免裁定的背景情况
1999 年 7 月 7 日，革命联合阵线（联合阵线）与塞拉利昂政府在多哥城市洛美签署了一个和
平协定（以下简称《洛美协定》12）。《洛美协定》的第 9 条对联合阵线作出了巨大的让步。这一
条款除其他内容外，还特别规定要全面地赦免，以结束已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13 所有参加武装冲
突的人员都将无条件和无限制地获得大赦。14 然而，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塞拉利昂问题的特别代表对
该协定则发表了一项否认性的声明，他声明说：赦免条款并不适用于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
争罪以及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的国际罪行。15《特别法庭规约》第 10 条也相应地规定：“特别法
庭对任何犯有违反本规约第 2 至 4 条行为的人，都具有法庭权管辖；这些人所享有的赦免不妨碍法
庭对其进行起诉。”16 所以，被告卡龙（Kallon）和卡马拉（Kamara）在审判开始前的动议中根据
《洛美和平协定》赦免条款来进行抗辩，就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在其所提理由中，其中一个认
为：并不是所有大赦在国际法上都是不合法的，《洛美和平协定》是一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意
义上的国际条约，它对塞拉利昂政府具有约束力。17 他们认为，一个国际条约产生的义务，在没有
得到《洛美和平协定》其他缔约方同意的情况下不能被在这以后所订立的条约，即联合国与塞拉利
昂之间的协定所改变。因此，当塞拉利昂政府与联合国缔结协定时，它已经违反了其先前所承担的
国际义务。被告还更明确地认为，《洛美和平协定》要求塞拉利昂政府保证对联合阵线的成员以及
参加冲突的其他人员不采取任何“官方或司法行为”。18 这里所指的“行为”当然包括引渡的请求
或同意设立一个国际法庭的协定，因为这些措施都明显地属于“司法或者官方”行为。
对这一审前动议，并不是先由审判分庭作出初步裁定，而是由上诉庭直接作出决定，因为《塞
拉利昂特别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72 条 E 款规定，如果涉及法庭管辖权问题，审前动议将被移
送至上诉庭决定。
洛美赦免裁定
在裁定中，上诉庭在其说明的理由中采用三个重要的步骤和论点来进行分析。首先，它审查了
《洛美和平协定》的地位和叛乱团体在国际法上是否具有缔结条约能力以及法庭《规约》第 10 条
的法律效力；其次，上诉庭分析了自己是否具有对其《规约》进行审查的权力；再次，它审议了关
于赦免在国际法受限制的问题。此外，法官还审议了在《洛美和平协定》之前就进行起诉是否构成
程序滥用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上诉庭认为：如果联合国和其他一个第三国只是在《洛美和平协定》上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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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这并不一定就可以将这个协定归入国际条约的类别，从而对签字方都产生义务。19 法庭没有接
受科艾曼斯（Kooijmans）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如果联合国通过维和部队
而被卷入武装冲突，并在和平谈判中扮演了积极的调停作用，20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国家政
治实体就对签订协定的另一方产生权利和义务，即政府和联合国。21 然而，法官认为：联合国和其
他第三国在这里只是起“道义上保证”的作用，目的是为了双方能善意地履行《洛美和平协定》。
这种道义上的保证并不等于法律义务。22 一项国际条约，从性质上讲是为了在缔约方之间创设权利
和义务，而《洛美和平协定》只是创设了恢复和平的实际情势，它并没有制定国际法所规范的权利
和义务。23
基于同样的思路，上诉庭还探讨了联合阵线是否具有国际法缔约能力的问题。上诉庭法官认
为，如果仅凭叛乱团体属于国际人道法的管辖范畴的事实，并不一定得出其已具备国际法上的国际
人格的结论。24 塞拉利昂政府将联合阵线视为一个实体，并与它缔结协定，但只是因为这一事实就
得出联合阵线具有国际性的缔约能力的结论，还显得不够，理由是没有其他国家将其承认为国际法
上的实体。25 上诉庭认为，《洛美和平协定》的赦免决定在塞拉利昂国内法上的有效性对于其结论
而言并没有重要意义，因为特别法庭只是关注国际罪行以及赦免决定是否会阻碍法庭对这些罪行具
有管辖权问题。26
关于第二个问题，上诉庭法官对法庭是否具有管辖权、是否对《规约》或《协定》条约规定的
合法性具有固有审查权利进行了审议。27 上诉庭认为：它并没有得到可以宣布自己宪章内容不合法
的权力。如果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53 条或第 64 条规定或者如果根据习惯国际法，法庭宪
章规定是无效的，那么在这一情况下，上诉庭才有采取相关措施的权力。28 然而，当事方都没有提
供能够适用上述规定的基础。29 上诉庭明确指出，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在塔迪奇（Tadic＇）一
案中就管辖权问题所作的决定，30 在本案中不能被视为权威性的意见，因为两个案件的具体的情形
并不相同。31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是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设立的，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则
是通过订立条约而设立的法庭。32 塔迪奇一案的决定只是讨论了安理会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的权限范
围，它并不涉及条约规定的有效性问题。33 但尽管如此，法官承认，法庭如果通过正当程序设立，
并被要求对其权限作出决定，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34
在最后一个问题方面，上诉庭讨论了国际法对赦免限制问题。35 围绕这一问题，法官主要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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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普遍管辖原则的讨论来阐述他们的论点。尽管他们认为实施赦免属于一个国家行使其主权的
事，36 然而，如果管辖权属于普遍性质，那么一个国家就不能通过赦免方式来剥夺其他国家对违法
者进行起诉的权力。 37 上诉庭认为：“一个国家对于其他国家需要追究和铭记的违反国际法的罪
行，还不能湮没和遗忘。”38。上诉庭在对纽伦堡军事法庭的利斯特及其他案（re List et al.）和艾
希曼案件（Eichmann Case）进行分析后认为，法庭《规约》第 2~4 条所列举的罪行属于国际罪
行，是可以根据普遍管辖原则进行起诉的罪行。39 保护人类尊严是一项强行法规范，它体现了对所
有人而言义务的本质的事实。40 因此，对国际法上的罪行进行大赦不仅是违反了国际法，“同时也
是对一个国家所承担的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的违背”。41 但同时，上诉庭认为，禁止一个国家通
过赦免的法律还没有成为习惯法规则，它只是国际法上有往这一方向发展的趋势。42
对洛美赦免裁定的评论
洛美裁定对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国际刑事法庭作出决定，认为赦免并不构成
在国际或外国法院对国际罪行进行起诉的障碍，这还是第一次。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在富伦季
亚一案（Furundžija）的判决中，曾讨论过国际法上赦免的有效性问题。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认为，
个人犯有酷刑罪，即使他已经成为赦免的对象，但仍然可以被国际刑事法庭、其他国家和本国后续
政权所起诉。43 不过，前南法庭的判决，只是局限在给予酷刑罪行赦免不合法的问题方面，没有得
出及于其他国际罪行的结论。所以，洛美裁定超越了一般的国际司法实践。上诉庭在这一问题上的
决定与国际人道法发展有关联，但决定本身也并不是说没有争议的。上诉庭不仅对实施赦免国家国
内法律体系有效性问题上没有进行审议，而且，它的一些结论还背离了其他国际刑事法庭已作出的
一些重要的司法决定。
上诉庭认为，由于塞拉利昂法庭是根据条约设立的，所以，它没有审议法庭规约内容不合法的
权力。44 只有在法庭设立时或者被授权审议其管辖权时，法官才有决定《规约》某一规定不合法的
权力。45 这个结论背离了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庭在塔迪奇案中的管辖权裁定。塞拉利昂特
别法庭上诉庭的法官辩称，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是
根据安理会的决议而直接成立的。当然，塔迪奇案决定当时产生了很大争议，但大多数人都认为：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在审查法庭及其《规约》合法性问题上具有真诚的意愿。 46 奥德里克
（Aldrich）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采纳，他认为：“总而言之，我同意法庭的决定，因为它通过对其
规约规定和法庭成立合法性问题的审议，来强调作为被告的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尤其是对一个刑事
法庭而言，如果法庭能确认其具有司法职能和管辖权限去审查其设立本身的合法性，并且视之为一
种固有的权力，它会使人感到安心。”47 由此看来，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则已背离了这种给予被告的
保障。此外，如果对照《规约》中的规定，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上诉庭的决定已超出了其权限范围。
《规约》第 14 条规定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在作必要修改的前提下被接受成
为特别法庭的规则。它规定：塞拉利昂法庭的法官只有“在可适用的规则未对某一特殊情况作出规
定或未充分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对之进行修改。48 该规则第 72 条，也就是塞拉利昂上诉庭在作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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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释〔1〕
39
同上注，第 68、70 页。
40
同上注，第 71 页。
41
同上注，第 73 页。
42
同上注，第 82 页。
43
检察官诉安托·富伦季亚（Anto Furundžija），前南国际刑事法庭，IT-95-17/1-T，判决（审判分庭，
1998 年 12 月 10 日），第 155 页。
44
《洛美裁定》，同注释〔1〕，第 62 页。
45
同上注。
46
乔治·H.奥德里克（George H. Aldrich）：“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管辖权”，载《美国国际法杂
志》第 90 卷，1996 年 1 月，第 65 页。
47
同上注。
48
《规约》第 1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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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中应该遵照的，则明确规定了对管辖权的异议。49 这一规定在塔迪奇案的决定以及两个特别法
庭的其他决定中已被解释为赋予被告有质疑法庭设立和法庭有关规定合法性权利的规定。50 因此，
塞拉利昂法官认为他们没有被赋予审议规约规定不合法的权力的论点，不能让人信服；这一权力已
经为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司法实践所认可，这一认可又通过它们各自
法庭规则的第 72 条得到了体现；《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规约》起草者也通过第 14 条再次对该问题做
了规定。另外，上诉庭法官的结论与他们自己作出的先例相互矛盾。在另一个裁定中，同样是这些
法官以及罗伯逊（Robertson）法官（他随后被取消了在所有联合阵线案件的裁定的资格），51 他们
在引用塔迪奇一案后认为，固有权力和管辖权限是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司法职能一个必要的构成部
分，“它们不需要在法庭宪章性文件中明确作出规定”。52
在作出了上诉分析之后，上诉庭本来可以避免对国际法上大赦的合法性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因
为它已经声明自己没有审议《规约》第 10 条不合法的权力。然而，它在声明之后仍然继续讨论这
一问题。因此，我们就不能确定：上诉庭决定的其他部分是否只是附带意见，因而仅仅具有程序问
题上的价值；还是应被看成特别法庭通过习惯国际法来对该法庭规约的规定进行审查。由于裁决在
这个问题上并不清晰，所以，如果要对裁定作一个结论，我们就只能仅仅依靠推断。
上诉庭将洛美裁定建立在普遍管辖权原则的理论基础之上，它认为：“当管辖权具有普遍性质
的时候，一个国家就不能以给予赦免的方式来剥夺其他国家对违法者进行起诉的权力。”53 这种观
点在学术界也被广泛地采纳。54 但是，上诉庭却没有证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是否也属
于普遍管辖权的范畴。普遍管辖权原则是适用于严重违反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第一附加议定
书》的行为，因而要求国家起诉或引渡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犯有以上罪行的人员。 55 但在严重违反
《日内瓦公约》的共同第 3 条及《第二附加议定书》的行为的起诉和引渡方面，则并不存在类似的
条约规定。因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不法行为在传统上并不认为是属于普遍管辖权的范畴。56
在这一点上，上诉庭只是通过对艾希曼案57和人质案（Hostage case）58的分析，证明对国际罪行能
适用普遍管辖权原则。但在这些案例中，被告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罪和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犯有战
争罪行。国际法院在逮捕令一案（Arrest Warrant case）中也曾提及这些案例，但国际法院只是拿它
来说明国际刑事法庭的主权豁免问题，它没有对属于普遍管辖权的罪行问题发表意见。59 尽管上诉
49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72 条B款i项。
检察官诉约瑟夫·坎亚巴施（Joseph Kanyabashi），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CTR-96-15-T，《关于管辖
权的审前动议的裁定》（审判分庭，1997 年 6 月 18 日）；检察官诉蒙西罗·克拉伊什尼克（Momcilo
Krajisnik），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T-00-39-PT，《关于管辖权异议动议的裁定——附理由》（审
判分庭，2000 年 9 月 22 日）。
51
检察官诉伊萨·H.西塞（Issa H. Sesay），塞拉利昂特别法庭，SCSL-2004-15-AR15，《对要求剥夺罗
伯逊法官在上诉庭的资格的审前动议的裁定》（上诉庭，2004 年 3 月 13 日）。
52
检察官诉萨姆·H.诺尔曼（Sam H. Norman）、莫里斯·卡龙（Morris Kallon）以及奥古斯汀·葛鲍
（Augustine Gbao），塞拉利昂特别法庭，SCSL-2003-08-PT, SCSL-2003-07-PT, SCSL-2003-09-PT，《关
于中止程序的申请和上诉权力的否定的裁定》（上诉庭，2003 年 11 月 4 日），第 27 页。
53
《洛美裁定》，同注释〔1〕，第 67 页。
54
安东尼奥·卡塞塞（Antonio Cassese）：《国际刑法》，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2003 年，第 315
页；Gerhard Werle： Völkerstrafrecht， Mohr Siebeck， Tübingen，2003，para.191；国际法学会：《对公
然侵犯人权罪行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最终报告》，第 69 次会议报告，伦敦，2000 年，第 417 页；普林斯
顿普遍管辖权计划主编：《普林斯顿普遍管辖权原则》，普林斯顿，2001 年；罗曼·伯德（Roman
Boed）：“国内赦免对于他国起诉犯有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的人员的影响”，载《科内尔国际法杂志》，
第 33 卷，第 2 期，2000 年，第 297 页。
55
卢克·雷登斯（Luc Reydams）：《普遍管辖权》，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2003 年，第 55 页。
56
丹尼斯·普拉特纳（Denise Plattner）：“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违反国际人道法罪行可适用的刑罚惩
治”，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30 卷，1990 年，第 414 页。
57
以色列政府总检察长诉艾希曼，36 ILR 18，（耶路撒冷地区法院 1961 年），5, 12。
58
“诉里斯特及其他人”案（ In re List et al.），美国纽伦堡军事法庭，1948 年 7 月 29 日判决，刊印于
《纽伦堡军事法庭基于〈管理委员会法〉第 10 条第 8 款对战争罪行的审判》，第 12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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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声明说，“不是所有被视为国际罪行的行为都属于普遍管辖的范围之内”，60 但它的裁定却没有
根据个案分析的原则，来对其审理的案件的罪行，特别是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行是否具
有普遍管辖的效力来进行分析。在现今国际法发展方面，在要求将对违反《日内瓦公约》的共同第
3 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的行为纳入普遍管辖权范畴的罪行已具有强烈的呼声，如果将这一点考
虑进去，那么，洛美裁定没有对属于普遍管辖权的罪行问题发表意见，就非常让人感到很可惜。61
通过对普遍管辖权原则的阐述来解决赦免问题上的挑战，这还只是实际问题的一部分；特别法
庭的管辖权相当独特，它来源于塞拉利昂对其本国司法权力的让渡，而不是首先源于普遍管辖权原
则。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依据双边协定设立起来，其司法审判权主要是来源于塞拉利昂国家基于属地
和属人原则基础之上的管辖权。从国际法来讲，一个国家只有缔约条约才能将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和
权限授予他方(nemo plus juris transferre potest quam ipse habet)，所以，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只是通过
这种转让权力的方式得到管辖权。因此，关于第三国有权起诉另一在其国内已被赦免的人的结论，
就不能一概地拿来套用于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尽管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如果适用逮捕令一案（Arrest
Warrant case）意见，属于“一个国际刑事法庭”，但这也不能改变上述的国际法原则，因为国际法
院的附带意见只是为了说明如何在某些法庭能免予被起诉的问题。62
当特别法庭上诉庭在通过普遍管辖权原则来论证洛美赦免条款不会对起诉构成障碍时，它忽略
了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运作需要依靠塞拉利昂政府司法协助的事实。上诉庭曲解了《洛美和平协
定》第 9 条第 2 款中所提的“官方或司法行为”的含义，因为它只是将这些措施的概念局限于对
《协定》和《规约》的批准方面。在所有涉及这些被告的案子里，将他们抓捕并移送至特别法庭的
拘留所等都是由塞拉利昂当局执行的。这是因为：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一样，它们都没有自己的警察机构。这些都可以从《协定》的第 17 条第 2 款
找到依据，它规定塞拉利昂政府应“毫不迟延地依照特别法庭提供协助的要求或者各分庭发布的命
令而行事”。63 塞拉利昂的上述行为，毫无疑问都具有司法和官方性质。由于特别法庭的上诉庭并
没有认为《洛美和平协定》第 9 条在塞拉利昂国内法体系上的不合法，64 国内当局所采取的这些措
施也就与协定相矛盾。基于此，特别法庭关于通过国际罪行方面的普遍管辖权原则来论证赦免的不
法性，从而达到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作为一个条约性的刑事法庭能够进行起诉目的的观点，是缺乏说
服力的。
对于特别法庭上诉庭来说，核心问题应是：《洛美和平协定》的第 9 条是否在一般意义上违反
了国际法、是否所有的赦免都因此无效，从而今后也不为特别法庭所考虑。然而，特别法庭的上诉
庭只是把这个复杂问题与普遍管辖的原则联系起来，于是就把本质上非常关键的问题简单化，并将
其排除在外。法官没有探讨起诉是否对所有人而言是一项义务这一特殊问题。一方面他们采纳了卡
塞塞（Cassese）的观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通过这样（有关赦免）的法律，它并没有违反习惯
法规则。”65 但在另一方面，在洛美裁定的同一段落中却声明对国际罪行的起诉“是一项强行法，
它体现了对所有人而言义务的本质”。66 如果这项对于所有人而言的国际法上的义务确实存在，那
它也应该适用于塞拉利昂的情势，因此，如果实施全面的赦免，就必将会构成对国际法的违反。当
法官赞同法庭之友奥伦特里赫（Orentlicher）的意见，认为给予国际罪行以赦免“不仅与一国所承

第 61 页。
60
《洛美裁定》，同注释〔1〕，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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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格拉迪茨基（Thomas Graditzky）：“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个人刑事责
任”，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322 卷，1998 年，第 29~56 页；特奥多尔·梅隆（Theodor Me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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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dergerichtshof für Sierra Leone”，Humanitäres Völkerrecht，Vol.17, No.1, 2004,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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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对整个国际社会义务相矛盾，而且还是对后者的一种违背” 67 时，这种矛盾就表现得更为明
显。上诉庭没有提供其得出结论的依据，它只是提及了法庭之友所提交的材料。除了这一事实之
外，上诉庭对于其所适用的法律渊源这个问题上也不是很明确。例如，上诉庭并不认为一国政府不
能对严重罪行给予赦免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国际法规范，68 它只接受“这样一种规范正在国际法上得
到发展”的提法。69 此外，上诉庭还主张：“即使认为塞拉利昂给予赦免可能并没有违反习惯法规
则，本法庭仍然能够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基于这种大赦与习惯国际法发展的方向相背离以及与某
些旨在保护人类条约和公约相矛盾的事实而不予承认。”70 这一观点与卡塞塞在此之前所持的观点
相左，卡塞塞认为习惯法规则并没有形成，因而提倡根据普遍管辖原则来进行起诉。71 应当承认，
现在国际法有放弃赦免的发展趋势，这也是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在《洛美和平协定》附加的否认
声明所明确的。但是，一项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法规范能否足以构成习惯，这是有疑问的。即使正在
形成的习惯能够对国际法庭产生相当的影响，72 也尽管法官认为这一习惯还在发展当中，他们的观
点以及认为给予赦免少量或不予考虑的“自由裁量权”，使人对其适用法律渊源问题也产生了疑
问。
对所有人的全面赦免，在国际法里不应该有任何地位。许多国际公约里面都规定了对犯有国际
罪行的人要进行起诉或引渡。所以，无条件的赦免至少意味着与这些义务相对立。73 在这一点上，
上诉庭也援引了一些相关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如在《防止及惩处种族灭绝罪公约》、《禁止酷刑公
约》以及四个《日内瓦四公约》里面所规定的义务。然而，所有这些条约是否适用于塞拉利昂特别
法庭的背景，这点还是令人怀疑的。上诉庭也没有就其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所下的结论
方面提供相应的根据，以支持其所下的结论。法庭案例所涉及的罪行，并不属于《日内瓦四公约》
的严重违反的范畴，这些罪行属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违反《日内瓦公约》的共同第 3 条和《第二
附加议定书》的行为。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关于这些行为，还没有明确的规定有或起诉或引渡的义
务。此外，《防止及惩处种族灭绝罪公约》对于塞拉利昂内战的案件而言，也没有特别重要的作
用，因为在塞拉利昂所发生的犯罪行为，一般不认为具有种族灭绝罪行的要求的“意图”这一因
素，这也是《规约》中没有列入种族灭绝罪的原因。74 另外，是否应该适用《禁止酷刑公约》这也
值得怀疑，因为该公约规范的是国家工作人员那些应受谴责的行为。虽然人权条约和国际人道法意
义上的酷刑，它们在特征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明确指出，国际人道法
上关于酷刑的定义不包含人权法普遍适用的酷刑定义中的要件。75 上诉人（被告）卡龙和卡马拉在
《洛美和平协定》签订之前并没有在塞拉利昂或在其他地方为塞拉利昂正式担任什么官方职位。因
此，对于在特别法庭管辖权起始日之前的罪行和为什么要对上诉人指控这些罪行，上诉具有解释是
否存在一个条约性义务的责任。
上诉庭只是要假定：它对国际罪行具有起诉的特殊义务，但它没有认真地去确认这种义务。上
面提及的国际公约里并没有关于明令禁止赦免的明确规定。唯一例外的，就是《日内瓦公约第二附
加议定书》。该议定书第 6 条第 5 款规定：“在敌对行动结束时，当权当局对参加武装冲突的人或
基于有关武装冲突的原因而自由被剥夺的人，不论被拘禁或被拘留，应给以尽可能最广泛的赦
免。”在阿扎尼亚人民组织一案中（AZAPO case），这一规定被援引，以证明附有条件赦免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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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并强调附有条件赦免是和解与和平过渡的需要。76 但令人遗憾的是，特别法庭上诉庭没有讨
论饱受战争之苦的社会对于和平过渡的渴望，它也没有与上述案件的背景进行任何比较。上诉庭只
是简单地声称，它的决定只是针对国内立法，因此对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这样的国际法庭没有可适用
性。77 由于特别法庭的法官将他们的观点建立在普遍管辖原则基础之上，这样一个结论倒是显得前
后一致。但它仍不免让人感到遗憾，因为特别法庭在塞拉利昂的和平过渡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
角色。即便特别法庭如此解释，但关于《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6 条第 5 款，它基本都被
用来解释为：对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严重罪行不能实施赦免，原因是这些罪行，正如上文所指
出的，属于习惯国际法上的国际罪行。78 第 6 条第 5 款只提及了在武装冲突中敌对行动合法性，79
但武装冲突中合法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对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罪行就没有起诉的义务。
洛美裁定关于对赦免应无条件否定的失之偏颇的推理，是否会影响法庭自身运转的规定和国际
人道法的规则，引起了一些关注。就特别法庭运转的规定而言，特别法庭对在塞拉利昂境内发生的
罪行负有“最大责任”的人具有可起诉的管辖权。 80 《规约》对“最小责任”者的忽视，准确地
说，并不是大赦，但实际效果则是一样，因为洛美裁定没有将赦免在塞拉利昂国内法律体系中宣布
为无效。81 这些将关注点集中在武装冲突中的鼓动者和领导人物的做法，是很实际的，因为如果不
这样做，就可能会危害到特别法庭的使命的实现。然而，实用主义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导致有罪不
罚的情况，这就正如前面所已经提到的那些条约性规定。有效的国际人道法立法应该将这些特殊情
况考虑在内。在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内，如何在有罪不罚和为和平过渡提供便利之间寻求一个
平衡点，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有限的和合理的赦免应被认真地考虑，而不应该被无条件的否
定。确实有必要为这种有限制的赦免划分一个具有国际效力的界限，以期作为最后诉诸的方法。82
考虑到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必须处理的是无条件的赦免，它没有寻求这样一种更中立的办法也是可以
理解的。
结论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所作出的洛美裁定，与其说是国际人道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还不如
说是朝着废除给予暴行以赦免方向迈出的一步。特别法庭的上诉庭没有对塞拉利昂所应承担的调查
与起诉义务发表意见，它只是把裁定的基础建立在普遍管辖原则之上。考虑到特别法庭在国际法上
的特殊地位，这种方式难以令人信服；特别法庭没有自身的强制执行机制，所以塞拉利昂在法律上
具有将被告移送到庭的义务。特别法庭应该就塞拉利昂应起诉的所有罪行，其中尤其是在非国际性
武装冲突中的罪行，明确地确认该国条约性的义务，而不是引入普遍管辖权的原则来裁定给予大赦
并不构成在国际或另一国法院对国际罪行起诉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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